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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 赵志刚

自“工匠精神 光耀中原”河南建设行
业优秀企业及人物推选活动开展以来，不
仅在建设行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
反响，同时在社会上也获得了广泛的认
同，说明这次活动表达了时代的心声。

本次活动本着专家初审、网络投票、
最后专家评定三个步骤来推评，保证了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公开的特点。最终，
一批在我省最具影响力、最具竞争力、最

具工匠精神的企业和个人脱颖而出。本
次论坛不仅仅是一次表彰会，同时也是
开启“工匠精神 筑梦中原”城市建设论
坛走进地市的一个动员会。河南日报将
积极搭建一个平台，带领优秀企业参与
到各地市城乡建设发展当中，河南日报
也将以城市发展论坛为平台，为各地市
市政建设、公用设施等提供一个信息共
享和对接平台。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肖建中

从传播学角度讲，一个词语的风行，

一定是契合了某种社会需求，“工匠精神”

成为高频词，引起如此持续的关注，原因

是什么？显然，这在当下社会心浮气躁，

追求“短、平、快”带来即时利益的今天，有

着特别的意义，总理一再强调“工匠精

神”，就是希望我们各行各业，不管企业大

小，不管做什么产品，都要有追求卓越的

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

上的服务精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愿与

大家携手，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用品质

和情怀打造出更多享誉全国的“河南品

牌”，进而推动我省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

代。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建中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建筑企

业要实现新的发展和跨越，就必须得在

经济新常态下探索一条适合企业的转

型升级之路。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河南

二建审时度势，将科技兴企和创新发展

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当持续不断的创

新，加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制度，在

创新文化中培育工匠精神，以脚踏实地

的匠心缔造创新的品质，才会打造出更

多的精品工程，才会树立企业品牌。工

匠精神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也

是一个企业成就百年老企的秘诀。这

是我们始终如一的坚守，也是我们孜孜

不倦的追求。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马发现

截至 2016 年年底河南土木建设行
业 有 资 质 的 企 业 1 万 家 ，完 成 产 值
8800 亿元，占河南 GDP21.9%，是名副
其实的支柱产业。我们这一代人很幸
运，赶上了国家对基础设施、城乡建设
巨大投资的年代，赶上了许多建设的第
一次。因此这个奖不属于我个人，更多
的是属于我们这个行业这个群体，这代
表着社会和公众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认
可，也代表着社会和公众对我们这个行

业工匠精神的认可。我理解的工匠精
神就是精益求精、不厌其烦，把我们的
思想和灵魂带入到我们的工程作品和
产品中，让工程作品在我们的手中得到
升华，最终让我们的用户、社会和公众
因为使用了我们的产品而感到骄傲，我
们不需要留下什么名字，但我们一定要
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产品，让行业的
后来者通过我们的作品品味出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张志跃

中铁七局三公司，隶属世界五百强
中国中铁旗下的子公司，半个世纪以来，
公司谱写了一曲曲筑路壮歌。近年来，
公司分别参与了郑西客专、郑焦城际、郑
州黄河公铁两用大桥、郑州地铁二号线、
洛南高速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目前
建设项目有郑州地铁五号线、郑万铁路、
郑州航空港等多个项目，为河南省基础
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应尽的贡献。走

南闯北搞建设，工程人对家的渴望愈加
浓烈，中铁七局视员工为亲人的家文化
建设应运而生，将勇于跨越，追求卓越的
企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结合起
来，凝聚全员把公司的事情当作自家的
事情对待，把公司的资产当作自家的资
产珍惜，把公司的荣辱当作自家的荣辱，
用心、用情、用意，专注于每一个细节，建
卓越企业，做知名品牌。

●● ●● ●● ●● ●● ●●

08~09│专版 2017年3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 侯开亮 李涛

随 着 BIM 技 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
信息模型）在我国的快速普及，建
筑业也随之进入数据化、模型化、
空间化、精细化时代，当前一个城
市建设，从规划、勘察、设计到施
工，BIM 技术已经渗透到每一个
环节，发布最新技术运用、探讨最
新成果实践成效，打造规范化、系
统化、智能化建造体系已刻不容
缓，BIM 技术已经成为提升城市
竞争力、助力城市发展的新机遇
与新动力。

郑州大学 BIM 研究室李洪
欣：工匠精神蕴含着对先进技术
不断追求的创新精神，BIM 技术
作为一个工程领域革命性的技
术，必然成为关注的热点。我们
高校首先的职责就是要人才培
养，BIM要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大
量的人才。人才培养必须要超
前，八九年前我们就开设这方面
的课程设置，并鼓励老师和学生
创新实践。郑州大学还投入 200
多万元做了工程设计中心BIM实
验室，主要为研究生参与一些导
师的横向课题服务，同时我们研
究所也为BIM技术在河南的落地
贡献力量。

中机六院副总工程师刘莹：

我院2003年开始引入BIM技术，
初衷是为了提供更好的设计质量
和服务质量，因为一个管线的拆
除改造给客户造成了损失，应用
三维技术解决，最初的认识只是
让图纸质量更好一些，2009年客
户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希望
这个设计可以在项目施工结束时
作为运营管理的软件，想要我们
提供基于数字化移交产生的要
求，客户提的要求推动我们对
BIM技术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河南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数字
工程中心主任高英：水电行业是
一个相对保守、传统的行业，我们
运用BIM技术，经历了单专业的
3D建模、三维协同设计、全生命周
期三个时间节点，这几年开始把
BIM技术真正用于水利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这得益于很多的兄
弟单位还有行业前辈经过大量的
技术积累，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
弯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能够侧向超车。

河南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中心主任董新红：作为省级企
业，河南二建从2009年建河南大
厦时全面深入应用BIM技术，取
得了成绩也有一些困惑，因此领导
带队去美国考察，在美国DD整体

管理模式占了60%，80%是私人投
资，20%是公共投资，由于BIM技
术的运用避免了 30%的材料、返
工、效率低下造成的成本浪费。

河南电力设计勘测设计院总
工程师张先俊：由于电厂的管道
和设备错综复杂，空间技术要求
非常高，目前在发电企业、电网、
建筑企业全面开展了BIM技术应
用，我们的设计经历了手工绘图、
CAD辅助设计、BIM技术三个阶
段，BIM 技术的优势在于提升设
计质量、提高设计效率、降低工程
造价。现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的发展，很多企业已经走向国外，
BIM技术将成为国际公司的一个
必经之路。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毕理毅：我们这个行业
比较特殊，专门负责国家核电站
建造，有30年的核电建造史，国家
目前的核电站基本上都是我们集
团主导建设的。核电建造非常特
殊，精细化要求比任何一个行业
都要更精准，我们三年前提出“数
字化核电站”的概念,目前在开发
NGS软件，将地理信息和我们岩
土工程结合，运用到城市的地下
管网、城市综合管网、城市的地下
空间利用等方面。

建设成就体现国力富强，建筑质量
关乎民生大计。河南省工程建设、勘察
设计、建设监理、城市规划等单位，多年
来是确保我省工程建筑质量出上品、出
精品的重要组成力量，是我省各项建设
成就迅猛发展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工匠
精神的传承者和身体力行者，新经济常
态下我们更应该用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的“工匠精神”，推动我省经济发展进入
质量时代。

中铁七局副总工程师于小四：让工
匠精神助推中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工
匠精神的外在表现是专业精神，深层次
是一种信仰，体现在三个层面：使命感、
价值理念、发自内心的良知，最终追求的
是卓越。用沈从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文化之于我，不仅仅是兴趣，而是信仰。

郑州一建集团副总经理汪红卫：今
年李克强总理又提出，质量之魂存于匠
心。匠人精神在我们国家并不缺乏，在
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转变这个过程中，
我们感觉匠人太少。作为企业来说我们
不仅仅为了盈利，更应该把精益求精、质
量为先、信誉至上作为发展理念之一，要
打造出更好的作品回馈社会回馈老百
姓，这也是我们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胡敏：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缔
造卓越，缔造精品，工匠精神就是追求
精益求精。做工程不可能由一个人来

完成，而是一个团队，这就需要带头人
起带头作用，这种引领不光是管理，还
有技术，作为总设计师要尽可能地参
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石油化工作
为高危行业还要特别强调技术可靠、本
质安全、依法合规。

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公司董事
长杨明宇：我们现在弘扬的工匠精神，包
含创新精神。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
工地，每个城市都在无限膨胀。在城市
建设过程中，把我们的品质做精做细的
同时，还要不断创新。如果注入工匠精
神的话，哪怕我们的速度慢一些，哪怕我
们的成就不那么大，但我们留给后人的
作品每一件都是珍宝。

中国建筑业协会河南办主任陈平
旭：谈到工匠精神实际上应该跟标准化
结合起来，把标杆做到极致这就是工匠
精神。什么叫标准化，就是以标杆的准
则，来教化每个员工，最终达到标杆。
从精神层面，主要是意识问题，分为五
个层面：做事的目标、怎么做、做了有什
么好处、做不好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如
果出现不好的后果怎么应对。

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郭磊：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
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品牌意识、客户
至上的服务精神，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
概括为六句话：科学严谨、务实创新、优质
高效、精益求精、成就客户、实现自我。

PPP 作为一种投融资模式和制度创
新，PPP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财政部 PPP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 9月 22日，财政部PPP中
心项目库中有10313个项目，涉及投资额
12万亿元，其中仅 2016年基础设施项目
1233个，总投资2.14万亿元。随着PPP项
目的深入推进和相关政策的日趋完善，建筑
业企业要通过积极参与PPP项目，提供设
计、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全方位服务，提
升综合经营能力，拓展盈利空间，实现由“承
建商”到“综合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河南省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王晶：河
南市政领域 PPP项目从 2014年 9月开始
推广，截至2016年 12月底，全省市政公共
领域PPP项目已经有91个落地，总投资额
度是 1162.23亿元，涵盖供水、污水处置、
垃圾处理、道路桥梁、供暖、河道治理、能
源、片区开发、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等多个
领域，目前进入纵深推进阶段。

2016 年 10 月 12 日 ，财 政 部 财 经
[2016]90 号文强调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进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通知，明确两个
强制，首先在垃圾处置、污水处理等公共服
务领域要强制实施PPP模式，其次在具备
运营条件的公共服务领域也要强制实施开
放市场。未来公共服务领域是我们PPP项
目的主打市场，也是主要的一个投资方式。

中建二局二公司总工程师王宏彥：
2013年开始 PPP模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

市场公众服务领域，中建二局率先参与了
PPP项目的建设，目前进行的是郑州的综
合管廊建设，有望解决郑州目前“马路拉
链”的问题，我们会不辜负这个时代，也不
辜负河南这片热土。

河南省五建常务副总经理郭文胜：关
于PPP项目，有12个字“认清大势、把握大
局、制定大策”，早做早好。企业想做强做
大有三条途径：一是工匠精神，二是区域化
甚至全球化，三是自动化。关于PPP项目
融资，地方企业一是主要领导都要学习了
解PPP项目融资，二是要有一个投融资管
理的专门机构，三是向央企学习先进的方
法，比如让基金公司参与。

中建七局投资发展公司总经理侯顺
平：央企有央企的优势，地方国企也有地方
国企的优势，中建去年落地PPP项目3550
亿元，其中中建七局落实了七八个项目，落
实项目过程可以总结为20个字：树立信心、
强身健体、实事求是、后端支援、专业团队。

PPP行业专家易斌：关于PPP项目我
想谈有关法治化的问题。BT和PPP有着本
质上的不同，BOT的前身是 BT，BT是什
么？代建，在法律上来讲就是委托关系。
BOT是什么？委托建设委托运营，在法律上
也是委托关系。PPP是什么？是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在法律上是一种民事合作关系，
他们法律关系不同，法律行为后果也不同，
适用的法律也不同，盲目地带着过去做BT
或者做BOT的经验做PPP的话风险很大。

工匠精神在建设行业的指引与传承 市政领域PPP模式推广运用 BIM技术运用对建设行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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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十佳科技创新企业

3月 17日，“工匠精神 筑梦中原”城市建设发

展高峰论坛在郑州郑东新区CBD河南传媒大厦

举行。本次论坛由河南日报社联合河南省工程建

设协会、河南省勘察设计协会、河南省建设监理协

会、郑州大学校友会建筑行业分会共同举办。现场

400名嘉宾共同见证了“首届河南十大工程建造

（设计)大师”的诞生，同时还就建设行业工匠精神、

市政领域PPP模式、BIM技术运用等行业热点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出“工匠精神”,并以此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

柔性化生产，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实现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的目标，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李克强

总理再次强调了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足见从国家

层面对重振“工匠精神”的重视。

梳理工匠精神的内涵，或许应该从四个方面去

把握：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爱岗敬业、守正创新。

缺乏工匠精神，损害得是国家的利益，浪费得

是社会资源，恶化得是生活品质。

良工筑大城，匠心成经典，城市发展不是简单

的建筑材料堆砌，塑造一个城市的骨肉之躯，有如

为之赋予灵动的魂魄和典雅的气质，那种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群贤毕至 各抒己见 视野远瞻 高屋建瓴

会场高朋满座 现场采访大师 留住精彩瞬间 凝神仔细聆听


